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为了推动经济持续增

长，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项重

要目标是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融资结构，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与优化再生，此次会议还特别强调了要激活企业活力。

因此，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与上市公司

投资效率和国家政策有着很强的契合度。

自La Porta（1998）等人开创了“法与金融”理论并发现法

律与金融二者之间呈正相关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外部视

角研究企业微观问题。我国学者程仲鸣、夏新平和余明桂

（2008）发现，对于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公司所处

的环境会对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经过多年对内部

治理引起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内部治理因素

不足以完全引起企业投资效率低下。喻坤和李治国等（2014）

在解决了企业代理问题后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

的投资效率依然低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他们认为这主要是

由企业的外部环境造成的。随后，学术界逐渐发现了外部环

境的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我国存在着重融资轻投资、重内部治理轻外

部治理的现象。本文从外部环境视角，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

微观层面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研究。外部治

理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的资本配置、产品市场

的推动、经理人市场的监督上等等。基于此，本文选择市场成

熟度、经理人市场、政府干预三个层面来研究上市公司投资

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成熟度与投资效率

企业经营环境方面的研究首先选择在市场层面是毋庸

置疑的，我国处于经济加速转轨时期，企业决策越来越多地

依赖于市场环境的变化。本文创造性地把市场成熟度作为一

个外部治理因素研究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市场成熟度

表现在市场的竞争度、有序度及运行的灵活度等方面。自软

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建立开始，成熟度的概念就被引

入经济管理领域，由卡耐基梅隆大学美国学者W. S. Hump⁃

brey于1987年提出。随后，国内学者也慢慢引入研究，高新才

和李阳（2009）提出金融成熟度、朱航（2013）提出保险市场成

熟度。总体来看，我国对于市场成熟度的探索及研究还处于

初级阶段，学术成果较少，对于将成熟度模型引入定量分析

的研究，国内几乎为空白。

市场成熟度包含产品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等。

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可以促使企业完善投融资结构。由于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同质化生产现象较为普遍，企业要

想获得竞争优势，就要在技术层面进行创新，而创新是有风

险的，一旦失败，债务融资过高的企业就会濒临破产。纵观我

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大部分企业优先选择债务融资和外

部融资，而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反而是优先选

择内部融资。融资约束使得我国的投资支出水平降低（连玉

君和苏治，2009）。产品市场竞争度和有序度对投资效率会产

生很大影响。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使得投资机会变得转瞬即

逝，投资者会更加珍惜优质项目，从而缓解企业投资不足

（Akdogu、Mackay，2009）。在充分产品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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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更愿意把企业内部经营状况向外部披露，吸引外部投

资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缓解了投资不足（Darrough、

Stoughton，1999）。徐一民和张志宏（2010）运用Richardson模

型和 Jorgenson古典投资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产品市场竞争

的加剧会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刘凤委和李琦（2013）实

证检验出市场竞争会影响EVA业绩评价体系，当企业处于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EVA业绩评价体系可以缓解企业过度

投资，反之则无效。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经

理人面临着更大的清算威胁，因此他们会更加努力地经营企

业以不被淘汰，在自由现金流的利用上会更为谨慎，减少非

效率投资。

金融发展同样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投资者对于

高收益的项目往往会因其高风险而放弃投资，导致投资不

足。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会使分散投资风险的方式越来越多，

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把众多投资者的资金汇集起来，投资于一

个项目，降低风险、收益共享。信息不对称问题和融资约束问

题都会因金融业的发展得到缓解。首先，金融机构的竞争会

因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更加激烈，随之为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

会更加多元化。企业的交易成本也会因金融市场服务和技术

的提高而降低，同时增强了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效率。其次，流

动性与收益性的矛盾可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化解。当前

市场上存在着项目流动性越高收益越低、收益越高流动性越

低的不良现象，而那些保守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选择收益不

高但流动较强的项目，导致收益性高但流动性差的项目得不

到资金支持。金融中介市场的发展，可以使汇集的资金投入

到收益较高的项目上来，当遇到二者矛盾时，为了提高流动

性，中介机构可以迅速做出调整，将部分资产转移。因此资源

分配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得到了提高。最

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成为企业的有效监督机制。金融机

构为了保证放贷的可靠性，会对申请贷款的企业的信用信

息、资产负债等等情况进行严格考察，企业信息将会更加透

明化。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因此金融发

展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李延喜和曾伟强

等，2015）。

我国各地区的竞争环境有很大的差别（樊纲等，2003），

激烈的竞争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良好渠道，经理人会努力

提高投资决策效率，确保企业的高效运转（Fama、Jensen，

1983）。而外部市场的竞争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形成互补，共

同作用于企业的过度投资，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张

功富、宋献中，200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市场成熟度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

（二）经理人市场与投资效率

经理人市场作为企业外部经营环境中重要的监督机制，

对企业投资效率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在此方面

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把经理人市场作为重要的外部治

理因素，研究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丰富了经理人市场

的学术研究。

经理人在企业投资决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委

托代理理论，经理人受股东之托经营管理公司。从契约理论

来讲，股东掌握着企业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经理人

理应得到特定控制权，而由于企业治理的现实缺陷，经理人

不仅得到了特定控制权，还得到了部分剩余控制权，权利范

围较大。但股东和经理人的目标利益函数不一致。股东希望

的是企业利润越来越多，经理人希望的是自己的薪酬越来越

多。不断寻求资本扩张，企图建立“私人王国”是经理人的普

遍行为特征。茂林等（2014）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层与

股东博弈，通过扩大公司规模、增加企业投资来控制现金股

利的发放。杨瑞龙等（2002）通过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经理

人报酬成正比。所以经理人的私人利益显而易见。企业过度

投资行为的产生有一部分原因是经理人私人利益导致的

（欧阳令南，2004），经理人很容易产生道德问题和逆向选择

问题。

经理人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股东很难找到与之利益

函数一致的经理人。经理人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上市

公司财务舞弊现象的发生（袁春生、祝建军，2007），更能够对

经理人产生隐性的激励作用（叶迎，2007），这种激励作用来

源于经理人市场的声誉机制。声誉机制最早被Fama（1980）提

出，而后Wilson（1982）根据Fama的思想建立了声誉模型。良

好的声誉使经理人自身的价值增大，并长期从中受益。随着

声誉的提高，他们拥有了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使自己在经

理人市场上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业绩是衡量经理人声誉好

坏的重要标志，每一个经理人对自己的声誉信息负责。经理

人市场的完善，有利于增强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也有利于

增强声誉机制的约束作用。经理人往往会因维护外部声誉而

克制私欲，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他们在声誉和私利上进行

重复的博弈，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经理人市场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经理人信息的透明化，

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同时，经理人市场的激励和约束

作用会更加凸显，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外部监督作用。基于

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经理人市场的完善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

（三）政府干预与投资效率

著名的MM理论认为，投资效率取决于投资机会，前提

是在完美市场条件下，而这个“完美市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不存在的。这时就需要政府“无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关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目前有两种相对的观点：福利最大

化和自利政府。福利最大化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政府是公共

利益的代表，政府干预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提供公共产品、

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平等，政府的目标就是为了增加

社会福利。自利政府观点认为，中国自1978年来，经济改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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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权化，中央政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下放到地方

政府，这时地方政府就要以提高地区GDP、增加就业率等为

目标，这种目标导向促使政府内化到所控制的企业上，比如

要求上市公司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参与交通、能源等项目投

资，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政策性负担导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

束的存在（林毅夫等，2004），这种行为实质上是损害公共利

益的，也会损害公司利益。另外，政府官员有晋升诉求和个人

寻租动机。周黎安（2004）认为，中国的地方官员不仅是政治

参与人，还是经济参与人，这种现象被称为“政治锦标赛”。不

仅如此，政府官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一步恶化了

国有企业资本配置的效率（Shleifer，1998）。政府官员的自利

行为也会对企业投资产生干预。

政府干预可以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优惠补贴等，但辛

清泉和林斌（2007）指出，政府关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

业获得银行借款的额度，实质上可以帮助企业融资，从而增

加了企业另一种形式的“自由现金流”。这种自由现金流会使

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林毅夫等，2004；杨华

军、胡奕明，2007；魏明海等，2007；张功富等，2007）。大量研

究表明，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效率有着较大影响。李延喜和

陈克兢等（2010）认为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最基

本因素。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研究得出，政治关联度高的

企业比政治关联度低的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基于

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政府干预程度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深沪两市 2005 ~ 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

为初始样本，并通过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

金融类、保险类企业；②剔除 ST、∗ST企业；③剔除数据缺失

企业；④剔除当年上市的企业；⑤为避免异常值对数据分析

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 1% ~ 99%的winsorize处理。

经过以上程序的筛选，最终选择4647个上市公司的观测值。

本文市场成熟度与法治水平指标的选取来源于樊纲等

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

报告》，经理人市场指标的选取来源于沈小秀（2014）《外部经

理人市场、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有效性》论文中构建的

经理人市场评价指数。上市公司所涉及的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数据库。所有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均在 stata

13.0软件和WPS中进行。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投资效率。目前有

三种模型可对投资效率进行测量：FHP（1988）的投资—现金

流敏感性模型、Vogt（1994）的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乘项判别

模型以及Richardson（2006）残差度量模型。FHP与Vogt模型

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准确性不高，而Richardson模型可以

克服这两者的缺陷，测算出投资效率水平的高低。

该模型将企业的投资分成两个部分：维持现有生产水平

的投资支出和企业新增投资支出。它建立了企业新增项目投

资期望模型的回归，若得到的残差为正，则代表公司过度投

资；残差为负，代表公司投资不足。残差的绝对值反映了企业

投资效率的水平。具体模型如公式（1）：

Invi，t=α0+α1V/Pi，t-1+α2Sizei，t-1+α3Cashi，t-1+

α4Levi，t-1+α5Agei，t-1+α6Roai，t-1+α7Invi，t-1+Industry+

Year+ε （1）

上式中，Inv是因变量，表示公司 i在 t年度的新增投资。

虽然公司的投资不仅包括构建的各项资产，还包括并购和研

发（R&D），但是考虑到并购和研发的非延续性以及在国内

获得这些数据的困难性，本文的 Invi，t仅限于公司的无形资

产、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2. 解释变量。由于公司投资主要由上一期的经营状况决

定，所以本文的自变量均为滞后一期的变量。本文选取樊纲

所著报告中各地区的指数作为自变量。其中市场成熟度是由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两个指数指标按

比例合成，政府干预则选取市场与政府关系中的减少政府对

企业的干预指数。经理人市场指标选取来源于沈小秀（2014）

论文中构建的经理人市场评价指数。因两个研究中的数据分

别只更新到 2009年和 2012年，故本文用回归预测法填补了

未知年份数据（徐光伟、刘星，2010）。

3. 控制变量。Richardson模型中的控制变量，Levi，t-1代

表公司的财务风险，用资产负债率表示；Roai，t-1代表公司的

收益性，用净资产收益率表示；Cashi，t-1表示公司 t-1年的现

金持有量；Agei，t-1代表公司从上市到第 t-1年末的年数；

Invi，t-1表示公司滞后一期的投资支出。

另外，本文还加入了 4个行业虚拟变量和 9个年度虚拟

变量来把控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4. 模型构建。本文按照前部分的研究假设，在Richardson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模型，如公式（2）。其中加入了三个新

的控制变量：Growthi，t-1表示公司 t-1年的成长机会，用总资

产增长率表示；Atmi，t-1 表示公司 t-1 年的管理费用率；

Ocuppyi，t-1代表公司大股东占款，其计算公式见表1。EXP分

别用市场成熟度（Mar）、政府干预（Gov）、经理人市场

（Ceom）代替。

Invi，t=α0+α1Levi，t-1+α2Roai，t-1+α3Atmi，t-1+

α4Growthi，t-1+α5Ocuppyi，t-1+α6Cashi，t-1+α7Agei，t-1+

α8Invi，t-1+Industry+Year+ε （2）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为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投资效率 Inv最大值为0.263，最小值

为-0.00394，存在着较大差别，说明不同上市公司的投资效

率差距很大。其中，企业经营环境指标的差别也显而易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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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成熟度的最大值为5.55，最小值为2.153，相差近两倍；经理

人市场指标最大值为 7.952，最小值为 0，相差近 8倍；政府干

预指标最大值为10，最小值为0.66，相差近10倍。这说明我国

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2. 全样本回归结果。在运行回归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

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之间

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但三个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比较强，

故采用分组回归。

表3中给出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回归的

R2为 0.3552，在微观研究中拟合度较高，说明该模型通过了

检验。表中三个自变量Mar、Ceom、Gov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

负。由于 Inv是反向指标，Mar、Ceom是正向指标，Gov是反向

指标，这说明回归结果可以验证本文原假设，即市场成熟度、

经理人市场越完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高，并且政府干预

水平越高，投资效率越低。

3. 企业经营环境影响投资效率选择的三大经济圈比较

分析。表4为京津冀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京津冀

地区的市场成熟度指标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他两

Variables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Constant

Year

Industry

R2

Observations

Country FE

Fixed Effects

Mar

-0.00213∗∗
（-0.000871）

-0.0166∗∗∗
（-0.00542）

0.0437∗∗
（-0.0181）

-0.0601∗∗∗
（-0.0125）

0.00743∗∗∗
（-0.00129）

-0.0242∗
（-0.0133）

0.0102∗
（-0.00552）

-0.00135∗∗∗
（-0.000501）

0.425∗∗∗
（-0.0129）

0.0413∗∗∗
（-0.0058）

control

control

0.3552

4667

YES

Ceom

-0.00114∗∗∗
（-0.000294）

-0.0195∗∗∗
（-0.00567）

0.0304∗∗
（-0.0128）

-0.0511∗∗∗
（-0.0128）

0.00649∗∗∗
（-0.00126）

-0.0143
（-0.0152）

0.0116∗
（-0.006）

-0.00118∗∗
（-0.000567）

0.424∗∗∗
（-0.014）

0.0375∗∗∗
（-0.00714）

Gov

-0.000929∗∗∗
（-0.000329）

-0.0164∗∗∗
（-0.00542）

0.0422∗∗
（-0.0181）

-0.0607∗∗∗
（-0.0125）

0.00739∗∗∗
（-0.00129）

-0.0244∗
（-0.0133）

0.0101∗
（-0.00552）

-0.00134∗∗∗
（-0.000501）

0.424∗∗∗
（-0.0129）

0.0391∗∗∗
（-0.00504）

Variables

Inv

Mar

Ceom

Gov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Mean

0.0587

4.0770

5.6420

7.5230

0.3030

0.0813

0.1010

0.4730

0.0276

0.3040

5.9380

0.0659

Std.Dev.

0.0572

0.8030

2.5170

2.0510

0.1870

0.0592

0.0684

0.7340

0.0531

0.2030

1.8650

0.0586

Min

-0.003940

2.153000

0

0.660000

0.026200

-0.151000

0.011300

-0.144000

0.000107

0.011000

1

-0.003940

Max

0.263

5.550

7.952

10

0.793

0.250

0.394

3.619

0.328

0.806

10

0.263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名称

投资效率

市场成熟度

经理人市场

政府干预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管理费用率

总资产增长率

大股东占款

资金持有量

上市年限

滞后一期
投资效率

变量
符号

Inv

Mar

Ceom

Gov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变量解释

Richardson 模型中的残差
的绝对值

樊纲所著报告中产品市场
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
发育程度两个指数指标按
比例合成

沈小秀论文中构建的经理
人市场评价指数

樊纲所著报告中市场与政
府关系中的减少政府对企
业的干预指数

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
总额

利润额/平均股东权益

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
总额

其他应收款净额/年初资
产总额

（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净
额）/年末总资产

样本公司从上市到第 t-1
年末的年数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折旧、摊销）/总资产

表 2 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定义

表 3 全样本回归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括号

内为 z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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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也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投资效率受总资产增长率

和滞后一期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说明，京津冀地区的市场

成熟度、政府干预、经理人市场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与大样本

回归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 5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

到，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这说明长江三角洲

地区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均不受三个变量的影响。

表6为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该

地区的投资效率受到市场成熟度和政府干预水平的影响，暂

不受经理人市场的影响。且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增长率、现金

流量和滞后一期的投资效率均对投资效率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

差异视角研究企业投资效率，从表4、表5、表6的回归结果对

比可以看出，三个解释变量对京津冀地区投资效率的影响最

为显著，泛珠江三角洲次之，而长江三角洲基本不受这三个

变量的影响。

4. 稳健性检验。由于樊纲所著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

的数据只更新到 2009年，本文采用的是数据回归预测法，现

采用最新的年度数据代替未来年份数据的方法做稳健性检

验（夏立军，2005）。将新的数据样本代入模型，得到的结果与

回归预测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5 ~ 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从市场成熟度、经理人市场、政府干预三个方面研究企业

经营环境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市场成

熟度越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当一个地区的市场成

熟度较高时，该地区有着较好的良性竞争环境，市场更加有

秩序，信息更加公开化，管理层受到的约束更多，此时，公司

的投资效率就会因此得到提高。②经理人市场越健全，上市

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市场，有助于形成

经理人激励机制和声誉机制，提高经理人的经营水平，避免

非效率投资。③政府干预导致公司的投资效率降低。政府干

预越高，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受到的政策性优惠更多，企业

的投资就会非理性化，导致非效率投资。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政府应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提供多样化金融工具。

金融市场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一方面在于企业投资

不仅有实物投资还有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在于企业代理成本

的降低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来实现。本文建议提供多样

化的金融工具，增强市场竞争效率。金融工具多样化是国际

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金融管制严格，金融工具单

一。所以要想提高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和创新性，就应放松对

表 5 长江三角洲地区样本回归表 4 京津冀地区样本回归

Variables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Constant

R2

Observations

Number of id

Country FE

Fixed Effects

Mar

-0.0160∗∗∗
（-0.00581）

0.0128
（-0.0211）

0.0294
（-0.0656）

-0.0288
（-0.0309）

0.00826∗∗
（-0.00343）

0.00662
（-0.0438）

0.0222
（-0.0178）

-0.00111
（-0.00195）

0.283∗∗∗
（-0.0446）

0.0961∗∗∗
（-0.0311）

0.2809

435

114

YES

Ceom

-0.00226∗∗
（-0.00088）

0.0129
（-0.0212）

0.0362
（-0.0656）

-0.0269
（-0.0311）

0.00834∗∗
（-0.00344）

0.00621
（-0.0439）

0.0218
（-0.0178）

-0.00129
（-0.00195）

0.285∗∗∗
（-0.0446）

0.0428∗
（-0.0224）

Gov

-0.00351∗∗
（-0.0017）

0.01
（-0.0212）

0.0299
（-0.066）

-0.031
（-0.031）

0.00827∗∗
（-0.00345）

0.00563
（-0.044）

0.02
（-0.0178）

-0.00115
（-0.00196）

0.287∗∗∗
（-0.0448）

0.0525∗∗
（-0.0236）

Variables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Constant

R2

Observations

Number of id

Country FE

Fixed Effects

Mar

0.00495
（-0.0078）

-0.0209∗∗
（-0.0101）

0.053
（-0.0342）

-0.0577∗∗
（-0.0228）

0.00420∗
（-0.00227）

-0.0217
（-0.0241）

0.0134
（-0.0103）

-0.0013
（-0.000916）

0.451∗∗∗
（-0.0249）

0.00465
（-0.0443）

0.3749

1291

310

YES

Ceom

-0.00272
（-0.00409）

-0.0209∗∗
（-0.0101）

0.0527
-0.0342）

-0.0570∗∗
（-0.0228）

0.00421∗
（-0.00227）

-0.0212
（-0.0242）

0.0129
（-0.0103）

-0.00129
（-0.000916）

0.450∗∗∗
（-0.0249）

0.0523
（-0.0333）

Gov

-0.0000434
（-0.00404）

-0.0203∗∗
（-0.01）

0.051
（-0.0341）

-0.0574∗∗
（-0.0228）

0.00422∗
（-0.00227）

-0.0232
（-0.024）

0.0128
（-0.0103）

-0.00129
（-0.000916）

0.451∗∗∗
（-0.0249）

0.0321
（-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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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管制，使市场加快走向成熟。

2. 改善经理人市场、打破政府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经

理人市场。政府方面，要想完善经理人市场，就要构建合理的

经理人评价体系。企业方面，要规范经理人引入机制。这样才

能有利于促成经理人在市场上充分竞争的局面，使企业外部

治理机制更加健全，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的强大作用。

3. 企业可通过建立金字塔结构而降低受到较差外部治

理环境的影响。金字塔结构相比于平行结构，链条数更多，政

府干预时的代理成本、监督成本、信息传递成本更多。当政府

干预获得的益处少于这些成本时，政府就会放弃对企业的干

预。因此，上市公司应该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必要时对金字塔

结构进行拓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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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泛珠江三角洲地区样本回归

Variables

Lev

Roa

Atm

Growth

Ocuppy

Cash

Age

Invi，t-1

Constant

Observations

Number of id

Country FE

Fixed Effects

Mar

-0.00402∗
（0.00222）

-0.0155
（0.0114）

0.0523
（0.0376）

-0.0690∗∗∗
（0.0239）

0.00726∗∗∗
（0.00226）

-0.0112
（0.0264）

0.0234∗∗
（0.0105）

0.000267
（0.00105）

0.424∗∗∗
（0.0240）

0.0459∗∗∗
（0.0156）

1448

338

YES

Gov

-0.00139∗
（0.000823）

-0.0148
（0.0114）

0.0466
（0.0373）

-0.0685∗∗∗
（0.0239）

0.00708∗∗∗
（0.00226）

-0.0114
（0.0264）

0.0228∗∗
（0.0105）

0.000268
（0.00105）

0.423∗∗∗
（0.0240）

0.0389∗∗∗
（0.0138）

Ceom

-0.000838
（0.000630）

-0.0151
（0.0114）

0.0504
（0.0378）

-0.0690∗∗∗
（0.0239）

0.00724∗∗∗
（0.00227）

-0.0102
（0.0264）

0.0232∗∗
（0.0105）

0.000241
（0.00105）

0.425∗∗∗
（0.0240）

0.0343∗∗∗
（0.0131）

□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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